


198
6月  2017

Content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71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出版者     國泰綜合醫院

發行人     李發焜

社長        李豐鯤

總編輯     林敏雄

編輯顧問  曾繁榮、林憲忠

執行編輯  陳元春、黃凱麟、張瓊文

電話  02-2708-2121 分機1322

傳真  02-2709-7911

網址  www.cgh.org.tw

設計印製統合  長榮國際

1978年11月創刊  1999年10月改版

版權所有．非經本刊及作者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之轉載

或複製如對刊物內容有任何疑問，

請洽02-27082121 分機1322

宗    旨
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

願    景
成為最受民眾信賴的醫學中心

目    標
成為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醫療照護機構

培育教學、研究與創新的卓越人才

強化急、重、難症醫療服務

核心價值
誠信 當責 創新

醫學報導

淺談細懸浮微粒PM2.5

特別報導

推動無菸政策
國泰綜合醫院再獲無菸醫院國際金獎肯定

特別報導

品質指標會說話

醫學報導

如何協助吸菸者戒菸

醫學報導

什麼是肺氣腫？
肺氣腫的症狀與治療方法

醫學報導

空氣汙染與皮膚面面觀

特別報導

四十年前之一張照片談起

醫學報導

子宮肌瘤微創手術

特別報導

巴拿馬醫師兒科交流經驗分享
 
活動花絮

醫學報導

心血管慢性疾病 從三高開始講起

健康管家

大腸直腸癌與造口相關護理

醫學報導

「我的小寶貝怎麼了？」
 淺談兒童發展與早期療育

健康小站

蔓越莓能改善泌尿道感染的迷思

院務消息

活動佈告欄
 

01

02

03

04

06

08

10

12

14

16

20

21

26

24

29

30

01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學報導

臟病死亡風險，其中燃燒煤炭增加的風險高於燃

燒柴油。該篇研究無法證實沙塵暴與燃燒生質材

料是否會增加缺血性心臟病死亡風險。中國大陸

2014年針對河南鄭州地區的細懸浮微粒PM2.5研

究顯示因為汽車大量成長與工業燃燒煤礦，鄭州

地區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高達大陸官方容許標

準的五倍，且其中多環芳香苯(PAH)的濃度偏高

，目前PAH是已知空氣污染源中最強的致癌物之

一。為進一步維護對空氣污染物特別敏感族群的

身體健康，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2005年8月增設

76個PM2.5空氣品質自動監測儀器，即時監測空

氣中PM2.5濃度。並多次邀集相關專家學者研商

後，參考世界衛生組織(WHO)空氣品質指引

(Global Air Quality Guideline)，及美國空氣品質

指標(AQI)研訂經驗，增列PM2.5及O3, 8 hr 監測預

警值，前者以大於65μg/m3作為預警(指標等級9)

，後者以大於 80 ppb 為預警值，以提升敏感族

群預警機制。自2007年7月開始進行預報，並將

預報區域調整為7個空品區。參採英國每日空氣

品質指標 (Daily Air Quality Index, DAQI) 的細

懸浮微粒(PM2.5)預警濃度分級，將指標區分為

10級並以顏色示警，例如當細懸浮微粒濃度達 

36μg/m3（第4級）起，敏感性族群需開始注意

戶外活動及身體情況，而一般健康民眾則於第7

級 (54 μg/m3) 需開始注意戶外活動的強度。

　　細懸浮微粒（PM2.5）係指微粒氣動粒徑小於2.5

微米，單位以微克／立方公尺表示之，由於PM2.5容

易深入人體肺部，對健康影響甚大，若細微粒附著

其他污染物，會更加深呼吸系統之危害。2006年美

國北卡大學針對健康受試者進行的人體試驗顯示，

人體吸入環境細懸浮微粒PM2.5約2-3小時後，即可誘

發呼吸道明顯發炎反應，從受試者呼吸道採集樣本

，可以發現多核白血球明顯增加與巨噬細胞活動力

與製造細胞發炎激素的核酸均增加。

 

　　不過細懸浮微粒PM2.5乃以微粒氣動粒徑大小作

為定義，實務上，其產源相關的化學成份對人體健

康的影響也不盡相同。美國一篇2011年發表於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針對紐約曼哈頓地

區的研究報告顯示，鋼鐵製造業產生的細懸浮微粒

PM2.5會增加數天內呼吸道疾病的住院率，交通空氣

污染源的細懸浮微粒PM2.5則會明顯增加心血管疾病

當日的住院率。2016年發表於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的美國全國性研究顯示長期曝露於石化

燃料，引起的細懸浮微粒會增加1%-5%的缺血性心

淺談
細懸浮微粒PM2.5
邱銘煌
國泰綜合醫院呼吸胸腔科主任 

指標等級

分類

PM2.5濃度
(μg/m3)

一般民眾
活動建議

敏感性族群
活動建議

1

低

0-11

2

低

12-23

3

低

24-35

4

中

36-41

5

中

42-47

6

中

48-53

7

高

54-58

8

高

59-64

9

高

65-70

10

非常高

≧71

正常戶外活動

正常戶外活動

正常戶外活動

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
病的成人與孩童感受到癥狀
時，應考慮減少體力消耗，
特別是減少戶外活動

任何人如果有不適，如眼
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
該考慮減少戶外活動

任何人如果有不適，如眼
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
減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
少戶外活動

1.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
疾病的成人與孩童，以及
老年人應避免體力消耗，
特別是避免戶外活動

2.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增加
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1.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
疾病的成人與孩童，應減
少體力消耗，特別是減少
戶外活動

2.老年人應減少體力消耗 
3.具有氣喘的人可能需增加
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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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芳君
國泰綜合醫院護理部社區科督導

　　歐盟於1999年成立「歐洲無菸醫院網絡」

(European Network for Smoke-free Hospitals，ENSH)

，並於2009年成立「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

」（ENSH-Global Network for Tobacco Free Health 

Care Services）。臺灣於2011年加入，成為亞太地

區的第一個網絡，在全臺對健康促進工作的重視

與支持下，迅速擴展為亞太地區第一大網絡，也

將「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之精神導入臺

灣，讓臺灣與全球無菸醫院形成健康網絡。

　　國泰綜合醫院依據ENSH-Global標準推動無菸

醫院工作，由行政副院長領導委員會，規劃執行

菸害防制相關策略，在醫院、社區、學校與職場

，執行菸害防制策略，定期自我檢核，進行檢討

分析。經由門診、住院電腦主動提示系統辨識詢

問吸菸史（含電子菸）、對於12歲以下之兒童、

嬰兒與孕婦能詢問被動吸菸暴露情形記錄病人的

品質指標會說話

　　根據美國醫療機構評鑑聯合會1989年對醫療品

質指標的定義：「病人對醫療照護在某一構面上數量

化之測量，可視為偵測評估及改善醫療照護品質與適

當性的依據」。指標本身是篩選工具，用以監測組織

在醫療照護範圍內仍需進一步分析評估之事項，以作

為改善醫療照護品質之基礎。

　　管理或改善需要資訊，指標的意義在提供資訊。

國泰綜合醫院院積極於醫療品質的推動，各部門均制

定有單位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從結構面(如：設施設備、人力配置、人員資

格、服務量等)、過程面(照護或服務過程，如:等候時

間、感染率)、結果面(如：病人疾病預後、死亡

率、併發症、滿意度等)，相關流程逐一檢視及

收集指標、分析、改善，以民眾及病人的觀點，

重視顧客聲音，追求最佳服務及醫療品質。

　　因應時代潮流，本院於2007年建置全國首創

智慧化指標管理平台，利用商業智慧技術，將紙

本資訊電子化、自動化，有效節省人工之浪費，

讓資訊之收集掌握更具即時性，管理更有效率。

此外，本院積極配合國家政策，進行各類外部指

標提報，如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台灣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疾病管

制署、各相關學會等，並進行內外部同儕間的比

較，以追求更卓越的品質目標，持續精進的精神

，於今年度榮獲台灣醫務管理學會頒發「15年品

質指標特殊貢獻獎」之殊榮。

　　掌握資訊是改善的第一步，指標數據是間接

測量，不直接反映品質，數字的本身並不提供價

值的判斷，指標的功能在於促成行為的改變，運

用指標的監測來促成醫療團隊增進品質提升，確

保病人安全，未來本院仍持續朝向智慧醫院努力

，跨業合作及串聯雲端大數據的應用，使醫療品

質提升有更卓越的突破。

洪聖惠
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中心副主任

If you cannot measure it, you cannot improve it.
You manage what you measure.
-Horatio Nelson, IOM 1994主動、被動吸菸狀況，主動關懷，協助戒菸。鼓

勵臨床人員接受勸戒技巧訓練，訂定院內跨科別

戒菸轉介機制，對於吸菸住院病人推動住院病人

跨科部戒菸會診，提供吸菸者個別性的戒菸介入

措施，並由戒菸個案管理師進行個案管理追縱，

住院病人接受戒菸服務6個月的戒菸成功率達40%

以上。

　　國泰綜合醫院落實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

絡各項標準，擴大醫事人員戒菸服務參與，達到

跨科別專業人力整合，掌握每一次接觸吸菸者的

機會，有效勸導與幫助吸菸者戒菸，創造無菸支

持性環境，形成院內對「無菸醫院」之文化，並

結合地方政府及社區資源共同合作，在醫院、社

區、職場、校園等不同場域，提供優質戒菸服務

及菸害防制教育宣導，建立無菸照護網絡，增進

民眾健康。

　　本院曾於2012年榮獲國際金獎殊榮。但無菸

醫院不僅是smoke-free，而是要達成Tobacco-free，

醫院善盡減少菸草使用與降低菸害的義務，透過

無菸醫院評核、改善及認證，發展無菸醫院網絡

，提升服務品質幫助民眾戒菸，營造無菸健康照

護環境與服務。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2017年推薦本院參

加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之國際金獎認證，

本院再次獲得國際金獎的殊榮，受邀參與4月12日

於奧地利維也納舉辦之「2017全球無菸國際金獎

論壇」，分享本院在推動菸害防制、實施戒菸服

務、主動出擊走入社區和校園，運用量表瞭解青

少年的心理，提升戒菸意圖及協助特殊族群進行

戒菸等成果。代表我國菸害防制與無菸醫院成果

已獲國際肯定，讓世界看見臺灣。

推動無菸政策
國泰綜合醫院再獲
無菸醫院國際金獎肯定

本院榮獲醫務管理學會頒發15年品質指標特殊貢獻獎，社團
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周思源常務理事(左)頒獎，由本院品管
中心許瑋庭管理師(右)代表受獎

本院榮獲2017無菸醫院國際金獎認
證，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主
席Ms. Miriam Gunning(右)頒獎，由
本院呼吸胸腔科邱銘煌主任(左)代表
受獎

左起依序為邱銘煌主任、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王英偉

署長、魏芳君督導、周婉芸管理師於維也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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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菸是一種「成癮性」行為，菸品中「尼古

丁」的成份是成癮主要原因，菸癮類型可分為「

生理依賴」、「心理依賴」、「習慣行為」，及

「他人影響」，想戒菸，要有明確的戒菸動機，

搭配藥物控制生理層面的「戒斷症狀」，及改變

以往的吸菸習慣並另尋情緒紓發的管道，在多方

面的配合之下，才可以讓戒菸事半功倍。

菸癮類型
身體對菸品中的尼古丁產生了成癮，

當尼古丁濃度降低時，身體會出現焦

慮、易怒、情緒不穩定、精神不集中

、煩躁、難以入睡或失眠、暈眩、便

秘等不舒服，這些都是常見的「戒斷

症狀」。

戒斷症狀在戒菸的24-48小時之內會陸續產生，

可能持續二週到四週，除了可以使用戒菸藥物緩

解不適外，還可藉由增加運動、隨身攜帶水杯多

喝水、嚼無糖口香糖、多吃含花青素、胡蘿蔔素

、維生素B，及維生素C的食物等方法來舒解戒斷

症狀的不適。

當產生心理壓力(例如：工作、課業壓

力)或心情不好時(例如：無聊、生氣

、傷心、煩躁)，會習慣用吸菸讓心裡

好過一點。

當出現以上情況時，適時給自己一個放空、沉澱

的時間，可找好友聊聊天、品嚐點美食、充足的

睡眠，及轉換想法，也可利用深呼吸、肌肉放鬆

練習及增加運動來紓解壓力，並提醒自己吸菸非

紓壓的唯一方式。

吸菸是否變成你生活中的習慣動作？

在某些時候、地點或做某些活動時會

習慣拿起菸來吸。

當吸菸變成習慣動作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

要隨身攜帶菸」，無論是在辦公室、汽機車、臥

房還是隨身衣物中，不要攜帶菸及打火機，一方

面增加吸菸的不方便性也隨時提醒自己正在戒菸

；居家環境中同時要清除和菸相關的菸具，試著

隨身攜帶一個水杯，利用多喝水來取代吸菸的習

慣動作。

吸菸是受到周遭人的影響，當與朋友

或其他人聚集在一起時，你會跟大家

一起吸菸，或別人遞菸給你時，你會

接受而沒有拒絕。

戒菸時鼓勵多和非吸菸的朋友相處，若遇到他人

遞菸時，要勇於將拒絕說出口，並預期會面臨遞

菸者言語上的調侃，此時不要忘記您的戒菸動機

及努力，一根菸就可能讓您再度成癮。

破除迷思
‧吸菸讓我的工作更有效率？ 

並不是吸菸讓您工作更有效率，而是您已經產

生了尼古丁成癮現象，必須靠尼古丁才能完成

工作。

‧我已經少抽很多了，應該沒事了吧？

一天就算只有一根菸，危害也是存在的，當您

花5分鐘吸根菸

，身體至少要花

8小時才能代謝

掉。

‧我抽的是低尼古

丁，低焦油的菸

，應該沒事問題

吧？ 

菸品成份中不是

只有尼古丁及焦

油，更有7,000多種有害物質，就算是抽淡菸對

身體的危害也一樣存在。

‧許多老人每天抽菸，身體還不是很好？ 

不是每個人都有如此強健的身體，可先想想家

人是否有腦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及癌症家族

史，是否要拿自身的健康做為賭注。

‧我已經年紀大了，還需要戒菸嗎？ 

戒菸沒有年齡的限制，戒菸可以降低心臟血管

、腦血管、肺部感染的風險並讓血糖較好控制

，年紀大了需要的是良好的生活品質，若能避

免因疾病反覆入院，維持活動自如的生活，才

是樂活的高齡長者。

二代戒菸
　　門診、住院、急診病人皆可享有「二待戒菸

治療服務」，每次就醫僅需負擔掛號費及最高

200元藥品部份負擔，低收入戶者還可以免除部

份負擔！

適用對象：

●年滿18歲(含)以上之全民健康保險對象 

●尼古丁成癮度測試達4分(含)或平均一天吸10支

菸以上者

 
注意事項：每年補助2次，每次補助8週藥費(每次療程
需於同一醫療院所，並於90天內完成)

本院更提供戒菸諮詢及戒菸追蹤服務(收案後1、3、6、
12個月)

您是否有出現以下情境呢?

「每天早上起床不抽一支菸總覺得提不起

勁」、「工作到下午總是會跟三五好友一

起抽一根」、「下班後抽根菸，覺得可以

把一整天的疲勞都紓發掉」，或是「菸，

好像也沒有一定要抽，但習慣動作就是會

去拿菸、點菸」⋯

生理
依賴

心理
依賴

習慣
行為

他人
影響

小撇步

小撇步

小撇步

小撇步



肺氣腫有什麼症狀表現
　　肺氣腫是指終末細支氣管遠端的氣道彈性減

退，過度膨脹、充氣和肺容積增大或同時伴有氣

道壁破壞的病理狀態。肺氣腫可由某些肺部慢性

疾病，如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俗稱：氣

喘)、支氣管擴張症等引起，常見的病因有吸菸

、空氣汙染、呼吸道感染。肺氣腫可以根據病史

、X射線檢查和肺功能測定獲得明確診斷。常見

的併發症有自發性氣胸、呼吸衰竭、慢性肺源性

心臟病、胃潰瘍、睡眠呼吸障礙，營養不良。

　　肺氣腫是緩慢發生的，多發生在中老年人，

男女皆有。早期無症狀，或僅有咳嗽、咳痰，病

變發展後，可在運動後感到呼吸困難、氣短，繼

續發展則逐漸力不從心，難以勝任日常工作。隨

著病變的加重，患者在休息時亦感到呼吸困難。

穩定期咳嗽、咳痰可較輕，為白色粘痰；合併呼

吸道感染時，咳嗽、咳痰加重為膿痰。晚期患者

(大多是老年人)有體重下降，食慾減退等。若有

尿少、下肢水腫、心慌口唇發紺，多提示合併有

肺心病右心衰竭的可能。

　　肺功能呼吸困難程度可為五度：第一度時工

作、步行及上下樓梯與同年齡健康者一樣；第二

什麼是肺氣腫？
肺氣腫的症狀與治療方法

度時平地步行與同年齡健康者一樣，但上坡及走

樓梯則不能同健康人一樣；第三度時平地步行按

自己的速度可行走1公里以上，但達不到健康人的

速度；第四度時行走要作多次休息，不能一氣走

到底；第五度時說話、轉身、穿衣、用餐均會發

生呼吸急促。

　　在氣短沒有發展到嚴重程度時，無論X-光還

是動脈血氣體分析都不能檢測肺氣腫；在疾病的

早期階段，只有肺功能測定法可以檢測肺氣腫

，肺功能測定法可以比其方法它早5-10年檢測

出肺氣腫。

肺氣腫怎麼治療

營養不良是慢性阻塞性肺氣腫患

者的常見併發症。 可多吃水果和

蔬菜，可以吃肉、魚、雞蛋、牛

奶、豆類、蕎麥。吃飯時少說話

，呼吸費力吃得慢些。胖的要減

肥，瘦的要加強營養，少食多餐

。肺氣腫患者需多飲水，有利於

痰液稀釋，保持氣管通暢B；每

天飲水量至少 2000 ml。儘量選

擇易咀嚼的食品。儘量吃些不太

需要咀嚼的食品。比如稀粥、蒸

魚、蔬菜湯等，有慢性肺病的人

在咀嚼時輕易產生呼吸困難。避

免豆類、甘藍菜等易脹氣的食

物；由於這些食品使腹部膨脹

而影響呼吸。應該用熱的清澈

飲料幫助清澈黏液。

指導患者作腹式呼吸和縮唇呼氣

。進行腹式呼吸的訓練可以增加

橫膈的上下活動，呼吸深長緩慢

，可以明顯地改善通氣功能及換

氣功能，對肺氣腫病人是十分有

利的。根據自身情況選擇適合自

己的鍛鍊方式，適度地運動，如

散步、慢跑、游泳、爬樓梯、爬

山、打太極拳、跳舞、雙手舉幾

斤重的東西，在上舉時呼氣等。

吸菸是肺氣腫的頭號危險因素，

戒菸可以減輕症狀和顯著地延緩

肺氣腫的自然進程。戒菸必須趁

早，吸菸會讓肺部功能持續流失

，尤其若是進展至肺氣腫，多半

已經進入不可逆的病程。減少職

業性粉塵和化學物質吸入，對於

從事接觸職業粉塵的人群如：煤

礦、金屬礦、棉紡織業、化工行

業及某些機械加工等工作人員應

做好勞動保護。要保持室內環境

良好，不要在室內燃燒一些紙張

，煤炭等物品。

適用於重症肺氣腫患者。在醫生

指導下作面罩+間斷輔助性機械通

氣可以使呼吸肌得到休息，緩解呼

吸肌疲勞，改善呼吸肌功能。

緩解期動脈血氧分壓仍低於

7.33kPa(55mmHg)的患者建議進

行家庭氧療，氧療可以改善患者

症狀，增加活動強度，擴大活動

範圍，延長生存期。每天12-15

小時低流量持續吸氧比間斷吸氧

效果好。

建議接種流行性感冒病毒疫苗及

肺炎鏈球菌疫苗，避免肺部感染

，預防勝於治療。避免到人群密

集的地方，保持居室空氣新鮮，

發生呼吸道感染應積極治療。

如茶鹼、β2受體興奮劑。病情

需要時，可適當選用類固醇。

王瑞鍾
國泰綜合醫院一般醫學科主治醫師

呼吸系統疾病是危害我國人民健康的常見

病。近年來，隨著呼吸疾病患者不斷增

加，人口老齡化、吸菸者的增多、空氣

污染，以及生活和工作壓力等眾多因

素，使慢性肺病患者每年成倍增長。

1飲食注意

2呼吸訓練

4機械通氣

5家庭氧療

6接種疫苗

7支氣管
解痙劑治療

3停止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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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常見的人為汙染源包括家戶燃燒(煤炭或
燃油)、機動車輛、工業設施和森林大火等等。主
要形成的空氣汙染成分包括懸浮粒子(particulate 
matter, PM)、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
等。

汙染物的分類
(一)初級汙染物

1.懸浮粒子(PM)：依顆粒大小又分成懸浮微粒
(PM2.5)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細粒通常由
燃燒形成，而粗粒通常由機械過程形成。

2.氣體(CO2, CO, SO2, NO, NO2, NOx2, VOC)
(二)次級汙染物

如臭氧和過氧酰基硝酸酯（Peroxyacetyl Nitrate
；PAN），常常是由初級汙染物經由熱與紫外
線的光化學作用而形成。

　　  這些汙染物會飄散在大氣層中高度較低的位
置(對流層)中，形成所謂的霾害(smog)。在不同
的地區和季節，這些汙染物也會有所變化。例如
，臭氧在陽光較強的夏日，濃度較高。而在中國南
京，PM2.5的濃度在冬天最高，可能是因為風力較
弱和冬季燃燒碳氫化合物用來取暖的關係。

根據2012年WHO統計，全球與空氣汙

染相關的死亡案例在該年度共有370萬

人次。這比預期的高出兩倍之多，因

此，空氣汙染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威脅

人體健康的環境因素。

空氣汙染

與皮膚面面觀
俞佑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空氣汙染物與健康的關係
　  已經有許多的研究證實，臭氧與懸浮粒子會增
加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發生機率和死亡率。
也有研究發現懸浮粒子與神經退化性疾病似乎有所
關連。

　  在皮膚方面，戶外的懸浮粒子已在大規模的研
究中被證實與皮膚提早老化(premature skin aging)有
關係。並且，也發現會導致皮膚色素斑點的形成。
除了戶外的空氣汙染之外，中國大陸的研究也顯示
，家庭主婦煮菜燃燒煤炭或瓦斯等等也可能導致皺
紋的形成，導致皮膚提早老化。

     假如皮膚本身已經有既存的問題，則空氣汙染
會讓症狀更加重。最著名的例子是異位性皮膚炎。
研究指出，戶外的空氣汙染如懸浮粒子、氣體、
VOC以及室內抽菸都會惡化異位性皮膚炎。PM10與
臭氧也都會提高皮膚產生紅疹和濕疹的機率。除此
之外，統計指出空氣汙染惡化的情形下，蕁麻疹的
發生率也顯著提高。

空氣汙染是如何造成皮膚的傷害
(一)懸浮粒子

懸浮粒子上可以吸附許多多環芳香烴（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稱PAH）
。這些PAH非常具脂溶性，且能輕易地穿透皮
膚。最著名的範例如富含PAH的煤灰(soot)就會
導致皮膚提早老化。人體細胞中有專門對應接
收PAH的受器稱作 arylhydrocarbon receptor  
(AhR)。AhR被活化後可以調控一系列細胞轉錄
因子，影響到角質細胞和黑色素細胞的活性。

研究顯示，暴露在沙塵暴當中的皮膚角質細胞
，AhR表現量會增加，並且進而產生許多發炎
因子。一系列細胞轉錄因子被活化後，也被發
現與皺紋和色素沉澱的形成有關。另外，AhR
的活化也會導致許多活性氧化物(reac t i v e 
oxygen species, ROS) 的形成，造成許多自由
基，使皮膚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態而提早老化。

(二)臭氧
臭氧是一個活性氧化物，非常不穩定，會氧化
皮膚表面的各種物質，對皮膚表面形成傷害。
據統計，臭氧會使皮膚上的天然抗氧化物質如
維生素C和維生素E的濃度大幅下降，並且生成
Malondialdehyde(MDA)這種脂質過氧化物。因
此，臭氧會破壞皮膚表面的蛋白質和脂質，造
成皮膚的天然障壁損壞。另外，臭氧也會造成
皮膚表面過氧化物的破壞。臭氧會使皮膚細胞
中的發炎物質如(COX-2)、heat shock proteins 
( H S P 3 2 , 7 0 , 2 7 ) 、 N F - K B 和 m a t r i x 
metalloproteinase (MMP)等上升，導致一系
列因自由基而起的氧化傷害。

敏感肌：如何定義？
　 「敏感肌」其實是個非常容易被誤解的名詞。
有人聽到「敏感肌」，立刻就會聯想到皮膚「過敏
」。其實，較好的形容方式應該是過度反應的、容
易被刺激的、耐受性較差的皮膚。不過，一般人還
是較習慣敏感肌的說法。敏感肌可以對任何物質敏
感，舉凡清水、乳霜、肥皂、熱、冷、風、陽光、
汙染、香精⋯不一而足。臨床上，病人經常抱怨皮
膚有癢、刺、燒灼、溫熱的感覺，不一定會泛紅。
有時候，會在使用美妝品後立即至數小時內產生症
狀。診斷通常是以病人主觀的描述為根據，客觀的

皮膚外觀上則不一定有變化。

敏感肌：究竟有多少人有敏感肌？
　  根據法國的統計，有一半的人口有敏感肌的問
題，女性(六成)略多於男性(四成)，其他歐美國家
及日本的統計數據也差不多。因此，敏感肌遠比我
們所想像的更常見。不同種族間的盛行率差不多，
夏天較為常見。日曬、熱與美妝品被認為扮演重要
的角色。最常見的地方是臉部，其次是頸部，其他
如手、頭皮與足部也是常見位置。

敏感肌：如何造成？
　  目前敏感肌的致病機轉仍不是非常明確，不
過，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
(一)表皮障壁的損傷

表皮障壁損傷會造成皮膚對外來物質的耐受度
降低。這些外來物質穿透表皮，會刺激皮膚中
發炎性細胞激素的濃度上升，皮膚微血管擴張
，進而造成泛紅、刺激感與不適。

(二)神經學機轉
許多未明的因素，造成皮膚中的神經末梢纖維
過度釋放神經傳導物質，造成神經發炎，刺激
肥大細胞釋出顆粒以及微血管擴張。目前科學
家推測，神經元和表皮細胞上的TRP通道蛋白
以及其他與感覺相關的蛋白受到外界刺激後的
過度活化，可能是造成神經傳導物質過度釋放
的主因。

在霾害威脅中，如何照顧自己的皮膚？
主要的大原則有五大項：
1.洗淨：適度使用清潔產品，如洗髮精或沐浴乳等

等將皮膚上從外面帶回來的汙染物洗去。
2.隔離：適度使用BB霜或粉底液等等，可以隔絕空

氣污染物對皮膚的傷害。
3.防曬：使用防曬可以減少紫外光本身對皮膚的傷

害，也可以阻絕紫外光所引發光化學作用
而導致次級空氣汙染物的形成。

4.保濕：使用不含香精的乳霜或乳膏來保護和修護
被空汙物質破壞的皮膚障壁功能。

5.避免過度清潔：避免過度清潔而破壞掉皮膚天然
障壁的功能。

　  針對前面所提到的AhR，目前科學家已經開發
出外用的AhR抑制劑，正在臨床試驗中。另外，外
用的抗氧化物質也可以緩解空氣汙染所造成的傷害
。如Osmolyte ectoine就是一個深具潛力的物質，未
來發展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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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 Dermatol Sci. 2014 Dec;76(3):163-8.
Pollution and skin: from epidemiological and mechanistic studies to clinical implications.
Krutmann J, Liu W, Li L, Pan X, Crawford M, Sore G, Seit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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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年6月我從台大醫學系畢業，決定選擇小

兒科，因為免役關係，按規定不能進入台大醫院

內外婦兒四大科（曾幾何時，十餘年來，四大科

已變成非熱門科，也不復有此規定）。當時台灣

新成立兩家大醫院（長庚醫院65年12月、國泰

66年2月開幕），選擇到國泰醫院服務，一方面

座落台北市，另一方面很多台大學長、同學們都

來到本院，彼此有熟，對於隻身在台北的我較為

親切。

　　剛開幕時，國泰醫院規模為二百多床，只佔

有現今本館的東側及分館的西側。本館東側的一

、二樓為門診，三樓為會議室及檢驗室，五樓為

婦兒科病房（現為五東病房），六樓為外科、七

樓為內科病房。當時三樓電梯門口還有一間咖啡

餐飲室（現為內視鏡檢查室），可供醫院員工休

閒及來賓餐飲之用。至於分館，除了二、三樓為

病房外，部分當成醫護宿舍及行政部門。分館地

下一樓還有營養午餐供應，附有熱湯，是員工們

中午最期待的時刻。記得第一年內科住院醫師，

有徐志育、羅鴻舜、陳振寬、簡聰健、林晃達、

鄭真琴等醫師，鄭醫師後來歸屬小兒科。外科

住院醫師有陳德芳、沈博文、陳瑞雄、呂旭彥

、蔡朝仁、鄭國祥、邱浩遠、金輔仁等醫師。婦

產科有陳鐵宗及葉姍妮醫師，小兒科除我以外另

有鐘禮興、潘魁民及許澤維等醫師。這二十餘位

醫師構成國泰醫院初期的年輕骨幹，也有濃厚的

革命感情。住院醫師我算是第二屆，但在兒科則

為第一屆（鄭醫師後來離職），當時小兒科主治

醫師有沈慶村主任、陳德輝、錢陵梅及鄭素珠等

醫師，潘醫師做完一年、許醫師做完兩年、鐘醫

師做完三年即離開了。但陸續有王南焜、林秋珍

、林隆煌、陳五常及陳清和等醫師加入，往後小

兒科即維持每年新進二、三位住院醫師。當時的

兒科還算熱門，報名人數每年都有二、三十位，

錄取率約十分之一，篩選過程還大費周章哩！

　　國泰醫院開幕之初，以嶄新的建築、優雅的

洪焜隆
國泰綜合醫院顧問醫師

四十年前之

一張照片談起

空間、綠化的環境，加上卓越的醫療水準，吸引

不少門住診病人。也有一些參觀人潮，許多連續

劇、廣告都來此拍攝。尤其民國71年我奉派到美

國密西根大學兒童醫院進修時，無意中看到一部

台灣影片「七夕雨」，內中一幕竟然出現國泰醫

院之住院及醫療情景，他鄉遇故景，倍感親切。

當天還跟同伴們介紹，它是我的醫院哩！當時建

築物之正前方，有停車場、草坪及一些造景，儼

然像國外之醫療院所，令人欣羨。每當傍晚時刻

，躺臥或坐在草地上，望著斜對面落日餘暉與天

上雲彩，真有舒適與放鬆之感。而連接本、分館

之空地，還可當成我們休閒活動場所，打球、打

拳等大有人在。當時醫院後面還是一片稻田，要

到信義路、通化街等處，走過田埂小徑，有水牛

、小鳥相伴，真是愜意盎然。

　　隨著醫療業務的不斷擴展，本分館亟需擴大

空間。民國73年本館西側、75年分館東側延伸完

成，醫院大門也由原先東西向轉到目前的位置，

面向仁愛路。民國75年連接本分館的地下道完工

，讓員工與病人可免受風雨之苦。隨後台北東區

逐漸發展，附近住家與大樓逐漸林立，本館後面

的停車坪改建成公寓大樓，而本館前面的綠色園

地也因國泰人壽大樓之興建而消失了。因為病房

擴充之需要，後來分館全部改裝成病房，並於85

年完成興建第二分館。開幕不久醫院即積極爭取

醫院評鑑之資格，民國68年起獲評為教學醫院，

因此早期即可收到各地見習、實習醫學生及住院

醫師等。80年、83年、87年皆獲評為準醫學中心

，90年、94年升級為醫學中心及甲類教學醫院，

接續於97、101、105年通過新制醫院評鑑為醫

學中心。這期間國泰醫院也積極往外發展，分別

在86年成立內湖分院、91年成立新竹分院、94年

成立汐止分院、97年成立內湖診所等，整個國泰

醫療體系達到1,800多床，員工數達3,700人，格

局雖不算最大，但比照開幕初期之規模，已是枝

葉繁茂、子孫滿堂了。回顧四十年前的照片，實

有滄海桑田、撫今思昔之幽情！

民國66年2月15日國泰綜合醫院正式開

幕，今年已屆四十周年。隨著台北都心

的遷移，四十年來，台北東區地理環境

有了極大的變化，最近無意間翻出四十

年前的一張舊相片，遂激起了心中一連

串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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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有類似的困擾嗎？經血越來越多，容易

疲累，貧血，下腹部壓迫及下墜感⋯這些都是子

宮肌瘤常見的症狀，卻往往因為工作忙碌或是帶

孩子勞累而被忽略。子宮肌瘤是女性最常見的婦

科腫瘤，成年女性約每3-4人中即有1人罹患，大

陳俐瑾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劉小姐是一位40歲高階主管，平時工作忙碌，即

使每次月經來的血量越來越多也不予理會。有一天

上班途中，突然血崩被送到醫院，檢查後才發現有

子宮肌瘤及貧血的情形，建議手術治療。因為想要

快點返回工作崗位以及害怕疼痛，與醫師討論過後

劉小姐選擇了達文西微創手術切除肌瘤，術後恢復

良好第3天出院，兩週後順利返回工作⋯”

子宮肌瘤微創手術

多數無症狀的肌瘤不需治療，定期追蹤即可。若

有嚴重的症狀（如出血，疼痛，壓迫），影響懷

孕，肌瘤過大（超過5公分），肌瘤過多（超過5

顆），則是需要藥物或是手術治療的族群。藥物

治療並非本次討論的範疇在此不多描述，手術的

治療則分為切除子宮或是保留子宮兩大類，由於

如今越來越多晚婚或不孕的女性，子宮保留的需

求大幅提高，在此我們就討論最常施行的子宮肌

瘤切除手術。肌瘤切除手術方法分為傳統式/腹腔

鏡/達文西三種（見圖一）

小叮嚀與總結：

子宮肌瘤的治療方法有很多，端看每個人的病況及醫

師的經驗而有不同的選擇，目前本院子宮肌瘤切除手

術使用腹腔鏡或達文西微創手術的比例高達7成以上

，以往需靠傳統式手術的大型肌瘤，也因藥物的進步

（如esmya恩習膜，leuplin柳普林）而有機會縮小至

微創手術可施行的大小，建議治療前應與醫師溝通清

楚，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傷口大小

傷口位置

疼痛感

出血量

肌瘤限制

其他限制

傷口恢復期

費用

10-15 cm

下腹橫式/直式

+++

較多

不限

不限

4-8週

健保

0.5-1.2cm

肚臍及下腹

+

較少

肌瘤<9cm, <5顆

嚴重沾粘子宮頸旁肌瘤

2-4週

自費耗材約5千-3萬

0.5-1.4cm

肚臍及下腹

+

較少

子宮大小需低於肚臍

過胖或心肺功能不佳者

2-4週

自費18-22萬

腹腔鏡 達文西

微創式
傳統式

圖一. 肌瘤切除手術方法分為傳統式/腹腔鏡/達文西三種：

傷口示意圖：

　　

與一般腹腔鏡手術相比，達文西手術有

什麼優缺點呢？

優 點

達文西具有

1.3D-HD高解析度立體影像系統，可放大影像12

倍，相較於傳統2D內視鏡手術能更精準定位病

灶，減少不必要的損傷。

2.器械具有540度的可旋轉關節，相較於傳統無

關節的內視鏡器械，對於大型腫瘤及位於深處

之腫瘤能有更好的切入角度，對於不同角度與

位置的傷口能以更好的角度縫合。

3.具除顫裝置，可免除醫師因術中長久施力造成

的手部疲累，提升手術安全。

4.主刀醫師專用中控台，一人即可操控鏡頭及三

隻手臂，減少助手的重要性。

缺 點

1.達文西沒有觸感回饋，對於腫瘤及各個組織的  

辨別需要靠好的解剖概念及開刀經驗來補足。

2.因術前裝置較複雜，與一般內視鏡相比手術時   

間拉長約一小時。

3.婦科達文西手術需要極度頭低腳高的姿勢，過

度肥胖或是心肺功能不佳的患者不適合進行。

案例分享：

　　43歲王小姐，5年前發現肌瘤2公分，最近因

經血過多，貧血，頻尿，下腹脹痛而就診，檢查

為子宮前後壁多發肌瘤（6顆），大小為2－6公

分不等，因生活型態需常常飛出國，想要選擇恢

復快，能保留子宮，又能將肌瘤清除乾淨的手術

，故進行達文西肌瘤切除，術後一個月便前往歐

洲，目前回診恢復良好無復發。

傳統式 腹腔鏡/達文西



　　二月中的一個下午，接到國際醫療事務組的電

話，通知2/20要去國合會做一個簡報，爭取兩位

巴拿馬的兒科醫師來國泰醫院受訓，匆促準備後

和國際醫療事務組趙組長出發去國合會，發現對

手是某大醫學中心，對方可是大陣仗，出動了6、7

位相關單位的負責人，相對我們好像小貓兩隻，氣

場頓時變弱，充分介紹國泰醫院的優勢及高配合度

後回到醫院，覺得應該是希望不大了，想不到三月

初獲得通知，由國泰醫院獲得訓練的機會，真是喜

出望外，雖然很開心，但是因為是第一次承辦這項

業務，以及考慮是否真能讓對方有豐富的收穫，

著實抱著忐忑的心情，期待她們的到來。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Dr. Gladys Mendoza和 Dr. Liz 

Perrott 在國合會人員陪同下來到兒科，並由Dr. Liz

沈仲敏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新生兒加護病房主任

簡報她們的醫院、醫療及對學習的期待，聽完之後

，開始感到不安，因為她們任職的醫院Hospital 
del Niño Dr. José Renán Esquivel，是當地最大的

兒童醫院，每年出生的新生兒12,000人，光新生兒

科就有16位主治醫師，聽起來比我們的兒科龐大許

多，巴拿馬是中南美洲最富有並且最先進的國家，

並不是印象中落後的國家，要如何讓她們學習到想

要的東西，覺得不虛此行是我們接下來的挑戰。

　　接下來她們就參加我們科內的各項教學活動，

兒科一直以來，就以教學活動豐富著稱，每天都會

有2-3項教學活動，並安排門診跟診，由翻譯人員

協助她們減少語言上的障礙。她們表示參觀了早期

療育門診，對我們整合式的照護印象深刻。由於Dr. 

Gladys 是新生兒科醫師，除了一般的教學活動之外

15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特別報導

14

巴拿馬醫師

兒科交流經驗分享

，也會額外安排新生兒醫療照護的介紹，包括病例

討論、自然產及剖腹產母嬰親善流程的參觀，有一

次一位懷孕週數23+1週，500公克的早產兒出生，

她們也一起跟著我們進產房，參觀整個過程及後續

處置。此外，她們參加每週三新生兒科會議的專題

討論，也分享了巴拿馬新生兒照護的現況，相較起

來，台灣的醫療照護確實可提供她們很多值得學習

的經驗。在此特別感謝謝武勳教授，除了提供最新

的台灣新生兒照護數據，也帶領她們去市立婦幼醫

院參觀台灣的母乳庫，去台大兒童醫院參觀並針對

特殊病例進行教學，此外也安排去林口長庚兒童醫

院參觀，這些院外教學活動，獲得很大的好評。雖

然國泰醫院並不是最大的醫院，但是我們熱情地安

排各項參觀，讓她們對台灣的醫療有認識，也是盡

了洪荒之力。剛好四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是台灣兒

科醫學會的年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我們也邀請

他們參加，其中有許多研究結果的發表，讓她們看

到台灣兒科的進步。

　　在教學活動之外，第一個周末，教學部同仁擔

任導遊帶領她們在市區重要景點觀光，之後的假日

她們便和在台灣的朋友四處旅行，最遠還坐高鐵去

高雄的佛光山，此外陽明山、淡水也有她們的足跡

。一個星期四晚上，我們新生兒科邀請她們吃精緻

的日式懷石料理，並輕鬆地作台巴文化交流，也讓

她們留下很深的印象。

　　時間過得很快，四月二十七日是她們離開台灣

的日子，當天下午到國合會聽取她們的心得簡報，

看著日記式的簡報內容及照片，彷彿也把這段日子

回顧一遍，對於她們的離去有了離情依依的感覺，

臨行前最後的擁抱，我們的眼眶竟都濕了。這次交

流抱著的心情不只是把國泰醫院介紹出去，也希望

把台灣介紹出去，做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我想，

應該是達成任務了吧。

　　最後感謝國際醫療事務組、教學部及全體小

兒科醫師的合作，侯家瑋主任、沈慶村副院長、

洪焜隆副院長、陳德輝主任、王南焜主任、林隆煌

主任、柯嘉音主任、謝武勳教授、洪依利醫師、

洪詩萍醫師、羅巧微醫師、陳勇全醫師、許書菁醫

師及總醫師和住院醫師們，努力地教學及各項事

務的配合，讓我們這次國際醫療的業務能夠順利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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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院

總院 汐止國泰 新竹國泰 內湖診所

肝病防治演講

4月29日邀請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楊素卿教授主講「肝

病患者中老年期營養須知」，提供肝病患者及民眾攝取健康

飲食知識。

總 院

全院演講

3月31日邀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吳嘉苓教授主講「建立友善同
志與多元性別的健康照護」，期能建立同仁跨性別平權的多
元、友善醫療環境。

總 院

浴佛活動

國際佛光會5月10~12日於院內舉辦浴佛活動，祈願患者、來
賓藉由佛陀淨身儀式，以洗滌身、心方面疾病，忘卻痛苦及
煩惱。

總 院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總院榮獲

衛生福利部品質指標獎勵

衛生福利部「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品質改善第

二階段計畫」，5月10日頒獎表揚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及總院

提升醫療品質推動有功。圖右一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李興中

院長接受醫事司廖崑富副司長(右二)頒獎表揚。

新竹國泰總 院

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教育訓練營

呼應台灣醫療照護所需，5月6日與台灣醫療繼續教育推廣學會合辦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教育訓練營，邀請相關醫、護、心理師、社工師等專家主講「末期疾病的病情告知技巧與臨終準備」等主題，期能提升醫療臨床工作人員安寧緩和專業進修。

汐止國泰

校園健康講座

為關心汐止區青少年族群，4月21日安排感染管制室黃若嬋

護理師至保長國小辦理「性教育宣導」講座，以提升學童

在兩性相處上正向的行為與健康知能。

汐止國泰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參訪

配合元培醫事科技大學，4月27日辦理院內參訪，使醫

管系學生瞭解醫療資訊管理實際運作之實況。(圖左一

為資訊部曾景平副部長介紹醫療資訊管理)

新竹國泰

居家關懷訪視活動
為關懷社區民眾，安排社區個案管理師及醫師進行居家關

懷訪視，為民眾檢視居家安全、測量血壓等服務，照護民

眾的健康。

新竹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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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活動

邀請張明雄暨妙音樂集國樂團演奏。

贈花團至病房獻花祝福。

總 院

為歡度母親節，總院及各院區舉辦全院

音樂會、贈花等慶祝活動，陪媽媽度過

溫馨關懷母親節。

活動花絮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總院

護師節活動

臺北市衛生局與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於5月11日

舉辦「國際護師節慶祝大會」，王慧雅護理長(右)

、廖蕙玲、呂家萍、陳麗君護理師等4位榮獲績優護

理人員，接受臺北市柯文哲市長(左)頒獎表揚。                                                    

李發焜院長(左四)頒獎表揚護理工作類優良單位：

小兒加護病房、兒科病房、婦產科病房、產房、23、

27、22病房。 

總 院

5月12日國際護師節，總院及各院區舉辦慶祝活

動。內容有優良護理人員及護理單位頒獎、護理

傳光儀式、茶會等活動，場面溫馨熱鬧。

李興中院長(第一排左五)與護理科邢鴻君主任(第一排右一)帶領護理人員進行傳光儀式，期許將南丁格爾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持續傳承不斷。

新竹國泰

李毓芹院長(右三)頒獎表揚護理工作類優良單位：6B、

7B、8A、急診、外科加護病房。

汐止國泰

邀請汐止國小弦樂團(如圖)及汐止樂友室內樂暨青少年

社區弦樂團演奏。

汐止國泰

李興中院長(左二)偕同醫、護主管至病房獻花祝福

新竹國泰

林思源院長(中)至大廳獻花祝福。

內湖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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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2016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年報，近年

之「臺灣地區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之追蹤調查

研究」結果顯示，20歲以上的臺灣民眾，將近40%

罹患一種或以上的三高慢性疾病。另依據2013∼

2015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目

前18歲以上國人之三高盛行率為：

王晨旭
國泰綜合醫院心臟內科、

內科加護病房主治醫師

心血管慢性疾病

從三高開始講起
     超過十年以上資料顯示，國人十大死因中與以

上三高慢性疾病相關的疾病包括：第二位的心臟疾

病、第三位的腦血管疾病、第五位的糖尿病、第八

位的高血壓性疾病及第九位的腎病。上述五類疾病

於2015年國人死亡人數總和為五萬多人，持續超

過罹癌死亡人數萬餘人。此外，高血壓、高血糖、

高血脂、腎臟和代謝症候群的盛行率均會隨年齡而

增加；尤其女性於更年期後，三高盛行率明顯高於

男性；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個案發生心血管疾

病、腎臟病、腦中風、心肌梗塞甚至死亡的風險也

遠高於一般人，所謂沉默的殺手，非三高莫屬！因

此，超過40歲以上的中壯年族群，無論性別，均

應定期接受三高以及心血管慢性疾病的檢測、追蹤

與治療，以保持健康幸福的人生。

     現今由於3C科技的精進發展，除了醫療院所常

見的一般心電圖、24小時心電圖、胸部X光、心臟

超音波、週邊血管超音波；甚至醫學中心具備的運

動心電圖、核子醫學檢測、經食道超音波、心導管

檢查、心臟電生理檢查等，可精確診斷冠狀動脈疾

病、心臟瓣膜疾病、周邊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

臟衰竭等等的重裝備以外；近幾年隨身健康器材的

風起雲湧，如即時心律記錄、心律變異度偵測、呼

吸訓練、睡眠壓力監控等諸如健康手環、攜帶型心

律事件記錄器等，已瞄準沉默而潛在的心血管慢性

疾病，希望以健康促進、遠距醫療、早期診斷、早

期治療等等醫療模式，未來將為中老年慢性疾病族

群，提供更有效的健康服務。

     自今年三月，國泰綜合醫院整合相關單位成立

了心血管中心，自即日起為心血管慢性疾病病人持

續提供更全面更優質的照護。

（男27.18%，女21.15%）

估計全國高血壓患者約465.5萬人

（男13.14%，女10.49%）

估計全國糖尿病患者約227.5萬人

高血壓

24.14 %

（男21.03%，女20.71%）

估計全國高血脂患者約402.4萬人

高血脂

20.87 %

高血糖

11.8 %

鄭雅方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腫瘤個案管理師

根據衛生福利部十大死因統計，以慢性疾病為主，惡性腫瘤續居首位，平均每5分06

秒就有1人罹癌，較前一年增快12秒，增加4004人，其中，結腸、直腸和肛門癌佔所

有癌症第一名，顯示大腸直腸癌對國人生命的威脅程度不容忽視，好發於50歲以上的

成人，若經篩檢發現，有95%以上是仍屬於癌前病變及0-2期的早期癌症，預後佳，5

年存活率可達7成以上，近年來國人飲食習慣改變，罹患腸癌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且年

齡層逐漸下降。

       腸癌主要以手術治療為主，化學治療、放射線

治療為輔，儘管醫學技術日新月異，但手術方式

依腫瘤位置不同及侵犯的深度而有所差異，為了

完整徹底的切除腫瘤，並能達到足夠的手術安全

切除距離，確實得到切除乾淨的手術邊緣，或是

解決腸道阻塞問題，適當的腸造口手術對治療疾

病的必要性及改善生活品質來說是重要的。許多

人聞癌色變，常會有錯誤迷思，覺得得到腸癌可

能就會有造口，或是有造口會很髒、很臭、無法

出門，人生變黑白等，進而拒絕治療，或是延遲

治療，甚至想說只要改變飲食習慣，變成吃菜不

吃肉，保持運動、排便通暢等，就沒事了，但腸

道約90-120公分，故初期的症狀、排便型態改變

，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腸胃炎或是痔瘡等症狀搞

混，一旦腸完全阻塞、穿孔後導致嚴重腹痛就醫

後，才發現已是末期癌症，甚或者無法保留肛門

，需做永久造口。其實只要日常細心觀察症狀、

有家族息肉癌症史定期接受檢查，配合早期篩檢

、早期治療，癌症也跟慢性疾病一樣，可長期治

療追蹤即可，並不是世界末日的到來，以下經由

簡單介紹，讓大家可更瞭解腸癌及造口。

(一)大腸癌病因與治療：
       國人經濟水平逐年上升，導致飲食越偏向西

化、精緻化，工作忙碌程度增加，經常外食，外

食中油脂攝取量過高、纖維質攝取量相對減少，

加上長期久坐，且多是勞動而非運動，排便習慣

改變也不自知，導致腸癌個案增加。大腸癌容易

發生在腸道任何位置，治療時需將結腸與直腸分

開來談，結腸罹患癌症不一定需要施行造口，只

有當腫瘤很大或是病灶離直腸跟肛門距離太近的

低位癌症，因解剖位置的限制，大多在腫瘤切除

後，會再做人工肛門(造口)，使糞便避開吻合處

以利癒合後，但造口也是有分暫時性及永久性，

暫時性造口約3-6個月後視情況關回，且如果癌

症屬於早期，只需外科手術即可，但若癌細胞已

大腸直腸癌

與造口相關護理
以面對腸造口患者及其家屬時，先協助表達其內

心感覺，再漸進式引導探索身體改變的部位，施

行造口護理及回覆示教時，同時讓個案及家屬參

與腸造口照顧計畫，更換、清潔造口袋及底座，

讓雙方重新面對其改變並接受疾病，與癌症共存

，提升後續生活品質。

(三)腸造口護理：
1.首先觀察造口

正常顏色應呈現粉紅、溼潤狀，若有以下情況需

立即返診就醫，如：變紫黑色，此情況代表有缺

血情形，一般腸造口術後1-2星期多有腫脹感，

此時人工皮造口洞的剪裁，需配合造口大小，避

免周圍皮膚受到糞便浸潤而出現發紅、癢、紅腫

等問題，可使用皮膚保護劑，但若有越來越脫出

、回縮、凹陷問題需及時回診。

2.造口用具使用方法

因造口本身並不像肛門有括約肌的功能，能夠隨

時控制排便，所以有排泄物時即會直接排出，故

需以造口袋收集。若是永久性結腸造口可在每日

固定的時間進行結腸灌洗訓練、控制飲食攝取達

到控制腸道功能，日常可採少量多餐、低渣飲食

、避免產氣食物攝取，成效佳者一天只會排便一

次，其餘的時間可用清潔紗布或單一便袋覆蓋，

增加舒適感及生活便利性。隨著科技的進步，

造口用具更趨於便利，有適合凹陷性造口使用

墊高之造口用具，也可使用特殊的除臭劑或含

碳過濾造口袋等，都可以有效減少異味，增加

生活品質。

3.造口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飲食方面：

除非病人在手術前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壓、

糖尿病、腎臟病等需要飲食控制外，飲食的攝

取可以隨自我的喜好。不過，應儘量減少容易

產氣、脹氣的食物，如大蒜、洋蔥、地瓜、高

擴散，除手術治療外也需搭配化學治療及放射線

治療是必須的，這類的輔助性化療可減少近41%

的疾病復發率以及33%的死亡率。

(二)腸造口患者生心理變化：
     結腸造口術是將結腸一段由腹壁取出，做一

個永久性或暫時性的糞便排出口，個案需面對罹

癌的震驚，手術治療而來的不確定感與無所適從

，術後腸造口後所帶來的身體生理上需觀察傷口

有無疼痛、感染等徵象、注意造口顏色為粉紅、

濕潤，如同玫瑰花般，大小、功能、有無出血、

疼痛等情形；人工肛門術後需重新面對造口外觀

、排便味道及感覺等身體心像改變，若無法接受

容易產生身體心像紊亂，出現憂鬱、無助感等負

向情緒，導致對生活產生不確定感，影響到社交

與休閒活動，對於家屬及病人都是一大困擾，所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健康管家

麗菜、蘆筍、豆類製品及氣泡類飲料。另外如

嚼食口香糖或用吸管喝飲料也較易吸入空氣導

致脹氣；且糞便性狀會隨著飲食型態改變，當

造口袋有1/2-1/3滿時應排空，避免過滿、排出

物滲漏刺激皮膚造成底座脫落，每天更換造口

袋或是定時清洗替換。

●便祕或腹瀉：

造口本身並不會影響消化道的功能，若有吃壞

肚子似的腹瀉，此刻應暫時採取清淡、低渣的

飲食，避免油炸、辛辣及刺激性的食物；便祕

時則增加水份（至少2000-3000c.c.）、高纖蔬

果來改善。

●穿著方面：

衣服以柔軟、舒適、寬鬆為原則，不需製作特

別之衣服，但若造口較為凹陷，建議可使用墊

高式底座及腰帶或造口專用束腹帶使用，並不

會傷害造口，也不會妨礙腸功能。

●沐浴、游泳方面：

沐浴時儘量以淋浴為主，可利用保鮮膜或塑膠

袋覆蓋於便袋上，四周以紙膠貼妥或暫時移除

造口用具，沐浴後再將造口周圍擦拭乾淨即可

。游泳時可更換為迷你單一便袋覆蓋，泳衣以

連身式為宜。

●運動方面：

維持適度的運動，避免過於激烈、接觸造口或

重擊類的活動。

●旅遊方面：

可參加短途或長途的旅行，但要記得帶足夠或

多一點的造口護理用具及防止腹瀉的藥物，只

要有準備隨時可擁有愉快的休閒生活。

●性生活方面：

造口對夫妻的性生活是一大問題，有時對方會

害怕或擔心弄傷造口而拒絕。一般來說，性生

活不太會對造口有任何影響，剛開始或許會感

到造口處有些微不適，可利用改變姿勢，以不

壓迫造口為原則，同房前可先將便袋內排泄物

排空或換上迷你便袋。如有任何疑問可與醫師

諮詢。

●結婚、懷孕方面：

只要保持身心健康，當然可以結婚懷孕，懷孕

前需和配偶及醫師討論。

     世界各地，有許多人擁有如玫瑰般的造口，

並成立造口聯誼會，也因此有了世界造口日的活

動，「世界造口日」是由「國際造口協會」於

1993年所倡導，這個紀念日每三年舉行一次，每

次都在10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其目的是為引

起全世界對造口的關注和瞭解，對社會大眾進行

造口知識的宣導及傳播大腸直腸癌預防的概念。

在台灣也有玫瑰之友關愛協會，提供經驗交流與

學習彼此的照護方式，造口照護能力深深影響患

者生活品質，學習如何與造口共處，是一種挑戰

也是一種壓力。千萬不要因為對疾病認知不足或

是錯誤認知，延誤治療、甚或逃避治療，只要調

整好心態，細心、耐心的照顧及定期返診治療追

蹤，也能擁有健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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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癌主要以手術治療為主，化學治療、放射線

治療為輔，儘管醫學技術日新月異，但手術方式

依腫瘤位置不同及侵犯的深度而有所差異，為了

完整徹底的切除腫瘤，並能達到足夠的手術安全

切除距離，確實得到切除乾淨的手術邊緣，或是

解決腸道阻塞問題，適當的腸造口手術對治療疾

病的必要性及改善生活品質來說是重要的。許多

人聞癌色變，常會有錯誤迷思，覺得得到腸癌可

能就會有造口，或是有造口會很髒、很臭、無法

出門，人生變黑白等，進而拒絕治療，或是延遲

治療，甚至想說只要改變飲食習慣，變成吃菜不

吃肉，保持運動、排便通暢等，就沒事了，但腸

道約90-120公分，故初期的症狀、排便型態改變

，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腸胃炎或是痔瘡等症狀搞

混，一旦腸完全阻塞、穿孔後導致嚴重腹痛就醫

後，才發現已是末期癌症，甚或者無法保留肛門

，需做永久造口。其實只要日常細心觀察症狀、

有家族息肉癌症史定期接受檢查，配合早期篩檢

、早期治療，癌症也跟慢性疾病一樣，可長期治

療追蹤即可，並不是世界末日的到來，以下經由

簡單介紹，讓大家可更瞭解腸癌及造口。

(一)大腸癌病因與治療：
       國人經濟水平逐年上升，導致飲食越偏向西

化、精緻化，工作忙碌程度增加，經常外食，外

食中油脂攝取量過高、纖維質攝取量相對減少，

加上長期久坐，且多是勞動而非運動，排便習慣

改變也不自知，導致腸癌個案增加。大腸癌容易

發生在腸道任何位置，治療時需將結腸與直腸分

開來談，結腸罹患癌症不一定需要施行造口，只

有當腫瘤很大或是病灶離直腸跟肛門距離太近的

低位癌症，因解剖位置的限制，大多在腫瘤切除

後，會再做人工肛門(造口)，使糞便避開吻合處

以利癒合後，但造口也是有分暫時性及永久性，

暫時性造口約3-6個月後視情況關回，且如果癌

症屬於早期，只需外科手術即可，但若癌細胞已

以面對腸造口患者及其家屬時，先協助表達其內

心感覺，再漸進式引導探索身體改變的部位，施

行造口護理及回覆示教時，同時讓個案及家屬參

與腸造口照顧計畫，更換、清潔造口袋及底座，

讓雙方重新面對其改變並接受疾病，與癌症共存

，提升後續生活品質。

(三)腸造口護理：
1.首先觀察造口

正常顏色應呈現粉紅、溼潤狀，若有以下情況需

立即返診就醫，如：變紫黑色，此情況代表有缺

血情形，一般腸造口術後1-2星期多有腫脹感，

此時人工皮造口洞的剪裁，需配合造口大小，避

免周圍皮膚受到糞便浸潤而出現發紅、癢、紅腫

等問題，可使用皮膚保護劑，但若有越來越脫出

、回縮、凹陷問題需及時回診。

2.造口用具使用方法

因造口本身並不像肛門有括約肌的功能，能夠隨

時控制排便，所以有排泄物時即會直接排出，故

需以造口袋收集。若是永久性結腸造口可在每日

固定的時間進行結腸灌洗訓練、控制飲食攝取達

到控制腸道功能，日常可採少量多餐、低渣飲食

、避免產氣食物攝取，成效佳者一天只會排便一

次，其餘的時間可用清潔紗布或單一便袋覆蓋，

增加舒適感及生活便利性。隨著科技的進步，

造口用具更趨於便利，有適合凹陷性造口使用

墊高之造口用具，也可使用特殊的除臭劑或含

碳過濾造口袋等，都可以有效減少異味，增加

生活品質。

3.造口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飲食方面：

除非病人在手術前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壓、

糖尿病、腎臟病等需要飲食控制外，飲食的攝

取可以隨自我的喜好。不過，應儘量減少容易

產氣、脹氣的食物，如大蒜、洋蔥、地瓜、高

擴散，除手術治療外也需搭配化學治療及放射線

治療是必須的，這類的輔助性化療可減少近41%

的疾病復發率以及33%的死亡率。

(二)腸造口患者生心理變化：
     結腸造口術是將結腸一段由腹壁取出，做一

個永久性或暫時性的糞便排出口，個案需面對罹

癌的震驚，手術治療而來的不確定感與無所適從

，術後腸造口後所帶來的身體生理上需觀察傷口

有無疼痛、感染等徵象、注意造口顏色為粉紅、

濕潤，如同玫瑰花般，大小、功能、有無出血、

疼痛等情形；人工肛門術後需重新面對造口外觀

、排便味道及感覺等身體心像改變，若無法接受

容易產生身體心像紊亂，出現憂鬱、無助感等負

向情緒，導致對生活產生不確定感，影響到社交

與休閒活動，對於家屬及病人都是一大困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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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菜、蘆筍、豆類製品及氣泡類飲料。另外如

嚼食口香糖或用吸管喝飲料也較易吸入空氣導

致脹氣；且糞便性狀會隨著飲食型態改變，當

造口袋有1/2-1/3滿時應排空，避免過滿、排出

物滲漏刺激皮膚造成底座脫落，每天更換造口

袋或是定時清洗替換。

●便祕或腹瀉：

造口本身並不會影響消化道的功能，若有吃壞

肚子似的腹瀉，此刻應暫時採取清淡、低渣的

飲食，避免油炸、辛辣及刺激性的食物；便祕

時則增加水份（至少2000-3000c.c.）、高纖蔬

果來改善。

●穿著方面：

衣服以柔軟、舒適、寬鬆為原則，不需製作特

別之衣服，但若造口較為凹陷，建議可使用墊

高式底座及腰帶或造口專用束腹帶使用，並不

會傷害造口，也不會妨礙腸功能。

●沐浴、游泳方面：

沐浴時儘量以淋浴為主，可利用保鮮膜或塑膠

袋覆蓋於便袋上，四周以紙膠貼妥或暫時移除

造口用具，沐浴後再將造口周圍擦拭乾淨即可

。游泳時可更換為迷你單一便袋覆蓋，泳衣以

連身式為宜。

●運動方面：

維持適度的運動，避免過於激烈、接觸造口或

重擊類的活動。

●旅遊方面：

可參加短途或長途的旅行，但要記得帶足夠或

多一點的造口護理用具及防止腹瀉的藥物，只

要有準備隨時可擁有愉快的休閒生活。

●性生活方面：

造口對夫妻的性生活是一大問題，有時對方會

害怕或擔心弄傷造口而拒絕。一般來說，性生

活不太會對造口有任何影響，剛開始或許會感

到造口處有些微不適，可利用改變姿勢，以不

壓迫造口為原則，同房前可先將便袋內排泄物

排空或換上迷你便袋。如有任何疑問可與醫師

諮詢。

●結婚、懷孕方面：

只要保持身心健康，當然可以結婚懷孕，懷孕

前需和配偶及醫師討論。

     世界各地，有許多人擁有如玫瑰般的造口，

並成立造口聯誼會，也因此有了世界造口日的活

動，「世界造口日」是由「國際造口協會」於

1993年所倡導，這個紀念日每三年舉行一次，每

次都在10月的第一個星期六舉行，其目的是為引

起全世界對造口的關注和瞭解，對社會大眾進行

造口知識的宣導及傳播大腸直腸癌預防的概念。

在台灣也有玫瑰之友關愛協會，提供經驗交流與

學習彼此的照護方式，造口照護能力深深影響患

者生活品質，學習如何與造口共處，是一種挑戰

也是一種壓力。千萬不要因為對疾病認知不足或

是錯誤認知，延誤治療、甚或逃避治療，只要調

整好心態，細心、耐心的照顧及定期返診治療追

蹤，也能擁有健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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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在復健科多年早期療育工作中，經常

聽到父母帶孩子來醫院的原因，親子相處時的觀

察或困擾形成父母想更進一步了解自己孩子的動

力。現在社會中每個家庭的孩子數少，又多為小

家庭，父母缺乏觀察參照的對象，去判斷自己孩

子的行為或發展是否與同年齡的孩子相仿，醫院

的早期療育門診反而成為父母尋求幫助的管道。

兒童發展
     新生兒自出生，隨著年齡的增長，在成人的

照顧下、與外界環境的互動後，各項行為能力逐

步地變化增強，這種行為能力增長的現象與過程

，即為兒童發展。新生兒至六歲，兒童發展的範

圍可包括：粗大動作（如：抬頭、俯臥翻身、坐

、走、跑、跳等），精細動作（如：伸手取物、

手抓物、拆裝物體、手握筆寫與畫等），溝通表

達（如：對人微笑、叫人、聽懂大人的話、用說

的表達自己的需求等），概念理解（如：聽到自

己的名字有反應、對物體/時間/數等的概念），環

境理解(如：認得出媽媽、玩洋娃娃、可以小心易

碎的東西、玩有規則的遊戲等)，身邊處理（如：

自己拿餅乾吃、用筷子吃飯、穿衣服等），人際

社會(如：注意到其他小朋友的存在、和別人一起

玩等）。兒童發展是順序性的，是法則性的，也

是累積性的，就像建築房屋般，要先築地基才能

層層向上。若在某個階段的發展遲滯或遇到阻礙

，則將會影響到下階段，就可能蓋出地基不穩或

不堅固的房子。

發展遲緩
    兒童的發展大致會依循相同的發展順序，但在

發展的速率上卻有個別差異，發展遲緩指的就是

學齡前兒童在前述各項發展中，有一種、數種或

全面性的發展速度或者品質上的落後。那麼到甚

「我的小寶貝怎麼了？」
    淺談兒童發展與早期療育

黃琡惠
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臨床心理師

「我家小寶貝都兩歲了，還不會叫媽媽、爸爸，整天唉唉叫的、也不說話ㄟ?!」

「都1歲半了，不肯自己放手走，也不會爬，只喜歡被抱著或大人牽著走!」

「他從小很好帶、不吵人，只是喜歡自己玩、叫他常常沒反應、不愛理人!」

「他ㄛ，東西不給他就倒在地上哭鬧，每次都要我大吼、拿棍子出來才會停！」

「帶他出門很累，看到東西就要摸、在馬路上亂衝、一下子就跑不見!」

「就學校老師一直說，他都坐不住、沒辦法和大家一起聽故事，上課都在看旁邊同學!」

麼程度的落後才是遲緩呢?這裡所稱的“遲緩”是

與同年齡孩童的平均數相比較，落後兩個標準差

以上，亦或者有學者訂為落後同年齡孩童發展的

30%以上。當父母學習將自己孩子的行為表現或

能力，與同年齡孩童相較時，方能了解孩子行為

的意義或能力上的優勢、不足之處，進而學習如

何引導、促進兒童在各項上的發展。

早期療育
     早期療育是指對於發展遲緩的兒童、家庭所需

的各種專業協助，透過協助使發展遲緩兒童可以

逐步、漸進地追趕上一般孩童的發展，減輕遲緩

或不足的程度，日後得以有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生

活。因此涵蓋了兒童及家庭所需的各項相關專業

，包括家長、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

師、特殊教育及幼教老師等等。這是一團隊合作

的過程，對發展遲緩兒童提供適當的醫學照護、

教導促進發展的方法、提供教育計畫與社會福利

服務，期望以兒童為主體，考量每個兒童先天秉

賦的差異，考量不同的需求層次，為其帶來最大

的福祉。

早期發現 早期介入
    多年的早期療育工作經驗，讓我深深地認識：

對於發展遲緩兒童，介入只要開始永遠不嫌晚；

療育只要不放棄地持續就會看到成果!重要的是，

對兒童至為關鍵的父母或其他的重要他人(如：祖

父母、親戚、鄰居、老師等)能從親子相處時的觀

察或困擾，發現需要協助的兒童。願意帶著他們

到醫院的早期療育門診，由各項專業人員做進一

步的評估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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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岑亘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天氣逐漸轉熱，又到了泌尿道感染的好發季節，不

少人可能有泌尿道感染的困擾，尤其是女性或年老

的長者。大家可能聽過蔓越莓能改善泌尿道感染，

是真的有效果嗎? 本篇依據國外針對年長的病人服

用蔓越莓膠囊的研究，提供給民眾參考。

泌尿道感染成因與高危險族群
      泌尿道感染是指泌尿道受到細菌、黴菌或其

他微生物的侵入，其中大腸桿菌是造成泌尿道感染

最常見的病原體。單純的泌尿道感染，是指下泌尿

道感染，如膀胱炎、尿道炎等。若是感染向上蔓延

，侵襲到腎臟本身的組織，會併發腎盂腎炎。泌尿

道感染通常女性高於男性，主要是因為男女泌尿道

結構有明顯的差別，女性的尿道比男性短很多，尿

道口距離膀胱只有約3-4公分，所以細菌較容易往

上侵入到膀胱、輸尿管，甚至腎臟，進而引發泌尿

道感染。除了女性之外，老年人、糖尿病病人、抵

抗力較差者及攝護腺肥大的人等都是屬於泌尿道感

染的高危險群。

蔓越莓的保健功效
      許多人喜愛食用蔓越莓產品，如蔓越莓乾、蔓

越莓汁甚至蔓越莓膠囊，認為對泌尿道感染有預防

的效果。蔓越莓除了含有水分及糖分之外，還含有

類黃酮(flavonoids)、前花青素(proanthocyanidins)

、兒茶素(catechin)、少量維生素C及有機酸等成分

。其中的前花青素是一種多酚化合物，存在於植物

(如：葡萄、蔓越莓、蘋果)的皮、殼、籽中，被發

現對大腸桿菌具有抗沾黏作用，可以防止大腸桿菌

黏附在尿道上皮細胞，使致病菌能隨著尿液排出體

外，因而降低泌尿道感染的機率。

蔓越莓膠囊對泌尿道感染的研究
      泌尿道感染的盛行率隨年齡而增加，尤其是

長期臥床或在安養機構的住民更高達20-50%曾

有泌尿道感染的症狀。有國外研究，以居住在

21個不同安養機構的928名年長者為研究對象，

將他們分成低風險及高風險(有插導尿管、糖尿

病或去年曾發生泌尿道感染)兩組。每組隨機指

派一部分年長者每日服用兩次含有9毫克前花青

素的蔓越莓膠囊，另一部分則服用安慰劑。介

入時間為期一年，結果不論是低風險組或是高

風險組，每日服用兩次蔓越莓膠囊的年長者和

服用安慰劑的長者間泌尿道感染的發生率沒有

差異。

參考文獻:
1.Monique A.A. Effectiveness of cranberry capsules 
to prev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in vulnerable 
older persons: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J Am Geriatr Soc 62:103-110, 2014

2.Manisha J.M., etc. Effect of cranberry capsules on 
bacteriuria plus pyuria among older women in 
nursing homes. JAMA. 2016；316(18):1879

蔓越莓能改善

泌尿道感染的迷思

      研究團隊認為此次實驗泌尿道感染發生率沒

有差異，可能是因為蔓越莓膠囊中的前花青素含

量不足，因有一體外研究顯示每日給予72毫克

前花青素，可以達到保護膀胱，避免細菌沾黏的

作用。然而，根據《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

2016年發表的研究結果，以居住在安養機構的

185名65歲以上年長者研究對象，其平均年齡為

86.4±8.2歲，隨機指派一組年長者(92人)每日

服用兩次含有36毫克前花青素的蔓越莓膠囊，

每日前花青素攝取量為72毫克，相當於約570c.c

蔓越莓汁，另一組(93人)則服用安慰劑，介入一

年結果顯示，不論服用蔓越莓膠囊或是服用安

慰劑的組別，出現菌尿症和膿尿症的情形並沒

有差別。

      有些研究顯示服用蔓越莓膠囊對泌尿道有保

護作用，那些研究通常會要求受試者在服用蔓越

莓膠囊時，飲用較多的水。可見對於老年人增加

每日飲水量，才是降低泌尿道感染的必要條件。

      從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蔓越莓膠囊能預防

泌尿道感染的證據是不足的，消費者不需要再為

了預防泌尿道感染而花大錢購買這種不確定功效

的蔓越莓膠囊。

多喝水能預防泌尿道感染嗎?
      是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建議預

防泌尿系感染的方法就是多喝水。

      一般民眾每日應攝取1500-2000毫升(cc)的

水，可以30毫升乘以體重來估算出個人飲水需

求，以體重70公斤的一般民眾來說，每日水分

需求為2100毫升；特別提醒，因心臟、腎臟等

疾病而需限制水分攝取者，應依照醫囑來攝取。

      有些人不清楚自己一日喝水量，有些人則認

為自己喝很多水，但實際評估下來，發現根本是

不夠的。建議以定量容器來評估自己的水分攝取

，例如：吃完飯後用飯碗盛一碗清湯的容量約

240毫升，一杯馬克杯容量約300毫升，保溫瓶

則大小不一，通常中型保溫瓶約480毫升，大家

可以計算一下平日的水分攝取量，如果不夠，可

以準備一個容量略大，約等於一日水分需求量一

半的水瓶，提醒自己一天要喝完兩瓶才足夠。

      除了補充適當的水分外，良好的生活習慣也

是十分重要，不論工作忙碌與否，都應養成不憋

尿的好習慣。在這邊特別提醒有糖尿病的民眾，

如果您目前有泌尿道感染的困擾，除了尋求醫師

治療之外，建議以白開水取代蔓越莓汁，因為蔓

越莓汁通常會添加糖以增加適口度，所以飲用蔓

越莓汁可能會使血糖更難控制。



　　我爸爸上個月因為腦瘤開刀，從等候住院與安排開刀都很積極的被安排，首先要大力的感謝黃金山
醫師，您高明的醫術讓我和家人都很放心，而且爸爸也恢復的很順利。看您一次手術要進行六小時以上
，也替您覺得很捨不得，太感謝你了，而且醫生不分平假日天天都來巡房看看爸爸，遇到這麼好的醫生
是我們全家人的福氣。
　　此外我還要感謝六東外科病房的所有護理師們，包括加護病房與一般病房，我看到你們很辛苦一個
人要照顧好多病人，但是你們都一直好有元氣又很友善，有時候看到你們忙到半夜小夜班都還沒回家，
也不禁替你們擔心身體撐不住。要保重身體唷大家。
　　謝謝在國泰醫院服務的各位!!有了你們，我們才能現在這麼幸福的一家人一起健健康康的吃飯看電
視，也祝福黃醫師和國泰醫院的所有醫生、護理師與同仁們都健健康康!!
無限感激~~~

　　12/27凌晨因為小兒陳○○頭痛欲裂，不能成眠，只好去掛急診。感謝鍾睿元醫師細心診治，親切
問候，開藥打針之後，又一直關懷病情是否有所改善。護理師們忙而不亂，整個急診室的氣氛是溫馨的
。我們知道醫師、護理師們都辛苦了，在此感謝、感謝、再感謝!鍾醫師還幫忙掛了今天的神經內科，
後續追蹤治療，真的非常感恩如此細心的安排!

賀
院務

消息

總
院
感謝

函

汐
止
國
泰感
謝函

　　我今天想要代表我們一家人，謝謝汐止國泰神經外科謝政達主任的救命之恩！以及謝謝急診室當日的
值班醫師跟我爸爸住在加護病房期間的護理師們，對我爸爸住院期間的協助跟細心照顧。
　　我爸爸在4/18晚上因為突然講話不清楚，送到汐止國泰急診，非常感謝汐止國泰當晚兩位診視的急診
醫師幫忙，並協助會診神經外科謝政達主任。在做了一系列檢查後發現我爸爸是顱內慢性硬腦膜下出血，
隨後便協助後續相關防護措施與手術安排。
　　非常感謝謝政達主任，這位醫師真的很不一樣。他不只專業，還有一顆體貼病患的心。他能站在家
屬與病患焦急的立場下，協助用我們聽得懂的話語耐心說明，幫助我們真正了解到手術的急迫性與重
要性。他不只是運用專業在救人，在他身上，我們看見一個對於挽救生命充滿熱情的好醫師。
　　從手術前不厭其煩的對病患與家屬細心說明，到手術中的專業處理不在話下之外，一直到手術後的細
心檢查與照料，讓爸爸送進汐止國泰到康復出院，不只身體受到醫治，在心情上也受到謝醫師很大的鼓勵
與支持。
　　謝謝你們，有你們的醫療照護，我們才有機會再次擁有家人團聚時幸福的微笑！

當 選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監事
新竹國泰

當 選 台灣肝癌醫學會常務理事

楊賢馨教授

肝臟中心
總院

當 選 台灣肝癌醫學會監事

胡瑞庭主任

肝臟中心
總院

李興中院長

○○○

胡○○

林○○

新
陳
代
謝
科

內
分
泌

看診時間(總院)

 星期二

  上午    V

  下午 

  夜間 

看診時間(汐止)

 星期五

  上午    V

  下午 

  夜間 

專長：內分泌、糖尿病及
         其他代謝疾病

黃天祥醫師

（台大醫學院內科教授）

看診時間

 星期二

  上午

  下午    V 

  夜間 

胸
腔
外
科

專長：胸腔器官之傳統及微創內視鏡
         手術、食道功能疾病、重症肌
         無力、漏斗胸納式矯正術

許文虎醫師

（陽明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教授）

看診時間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V          V

  下午

  夜間 

專長：白斑症、皮膚分子腫瘤學、
         皮膚科學、職業醫學

紀秀華醫師

（台大醫學院皮膚科教授）

看診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V          V

  夜間 

專長：新生兒醫學、新生兒加護醫學、
         兒童胸腔醫學、一般兒童醫學

謝武勳醫師

（台大醫學院小兒科教授）

呼
吸
胸
腔
科

看診時間

 星期三   星期四

  上午    V

  下午                V

  夜間 

專長：胸腔腫瘤醫學、胸腔醫學

蔡俊明醫師

（陽明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教授）

本院聘任

教授級
醫師

提供醫療服務

皮
膚
科

小
兒
科

2928



新竹國泰

總 院

國泰綜合醫院與您一同 為健保IC卡加值

為自己許下最有價值的生命註記您可選擇於健保IC卡註記以下意願

同意安寧緩和
本人填寫「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且由兩名親友見證簽名

同意器官捐贈
本人填寫「器官捐贈同意書」

服務單位：社會服務室
服務電話：27082121轉1901-1905
地點：本館地下一樓
竭誠為您服務

活動佈告欄活動佈告欄

國泰綜合醫院 癌症資源中心關心您

國泰綜合醫院—四項免費癌症篩檢服務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項目 檢查資格 服務時間 服務地點/洽詢電話

乳癌篩檢

【乳房攝影檢查】

口腔癌篩檢

【口腔黏膜檢查】

子宮頸癌篩檢

【子宮頸抹片檢查】

*45-69歲女性民眾

(或40-44歲二等親內有乳癌

家族史之女性民眾)
*2年1次
(攜帶健保卡) 

*30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
或吸菸民眾

*2年1次
(攜帶健保卡) 

*30歲以上有性行為女性民眾

*1年1次
(攜帶健保卡) 

*50-75歲民眾

*2年1次
(攜帶健保卡) 

週一~週五

08:30-17:00
週六

上午08:30-12:00

乳房篩檢：

可以來電預約

攝影時間

週一~週六

上午09:00-12:00

週一~週五

下午14:00-17:00

週一~週五

上午09:00-11:00
下午14:00-16:00

本館2樓婦產科門診

快速通關櫃檯

02-27082121
轉5175

本館大樓一樓
癌症篩檢整合服務中心

02-27082121
轉1046、5178、1047

大腸癌篩檢

【糞便潛血檢查】

住院團體衛教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 期 時 段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06/07(三)

06/14(三)

06/14(三)

06/15(四)

06/15(四)

06/16(五)

06/22(四)

06/23(五)

06/30(五)

預防跌倒的小撇步

手部衛生

吸入藥物注意事項

消化性潰瘍的照護

下肢骨折復健運動及輔具使用

血糖控制之重要性

小兒發燒的處理

手部衛生

嬰兒按摩

郭淑華 護理師

邱怡禎 護理師

連琦瑄 護理師

葉芷妍 護理師

李依璇 護理師

陳欣怡 護理師

吳若晴 護理師

李華頴 護理師

陳楚芸 護理師

8A多功能討論室

10A討論室

7樓討論室

7B討論室

9樓電視廳

腎友休息區

6樓產兒科會議室

9B討論室

6樓產兒科會議室

下午04:30-05:00

上午10:30-10:50

上午10:30-11:00

上午10:30-11:00

下午04:30-05:00

上午11:40-12:10

下午04:30-04:50

下午04:30-05:00

上午11:00-11:40

汐止國泰

『早安您好』門診社區健康講座 活動時間：上午8:40-9:00    諮詢電話：26482121轉7870（服務台）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 期 主 題 主講人

2017/06/06

2017/06/07

2017/06/09

2017/06/13

2017/06/14

2017/06/16

2017/06/20

2017/06/21

2017/06/28

2017/06/30

糖尿病患的運動須知

認識高血壓

胃潰瘍保健之道

減重飲食

如何愛護自己的腎臟

腸病毒

穩定血糖新"煮"意-午/晚餐篇

結核病的照護

如何預防子宮頸癌

手部衛生

地下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地下1樓內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2樓婦產科候診區

1樓內科候診區

地 點

黃于華 個管師

黃幸玲 個管師

李彥樓 護理師

黃怡倩 營養師

王鑾韻 個管師

黃馨漣 護理師

林芳瑋 營養師

黃暖婷 個管師

曾   旻 個管師

翁欣慧 護理師

內、外、耳鼻喉、牙科－上午8：30－9:00 下午13：30－14：00

婦兒科－上午9：00起      洽詢處－門診護理長辦公室(5172)

社區護理長辦公室(3956)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期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上午

異位性皮膚炎

預防代謝症侯群

糖尿病的日常保健

肝癌的預防與保健

高血脂症

人工生殖法及早產兒防治

淋巴癌的預防與保健

膽結石的預防與保健

腎臟病的預防與保健

預防代謝症侯群

心臟病的日常保護

病人安全及隱私注意事項暨四癌篩檢說明

菸害防制

過敏性氣喘的預防保健與戒菸

肺結核之預防與保健

口腔癌的防治

糖尿病的日常保健

口腔癌的預防與保健

食物中毒

愛滋病的預防與保健

黃瓊瑩 護理師

洪可珎 營養師

鄭衣玲 護理師

吳淑雯 個管師

郭芸伶 護理師

陳秀萍 護理師

林佩蓉 個管師

陳美茹 護理師

曾寶玉 個管師

洪可珎 營養師

黃秀惠 護理師

劉美熟 護理師

蔡晏平 個管師

李舒卉 個管師

蔡晏平 個管師

繆嘉玲 護士

朱嘉琳 個管師

丁瑛誼 個管師

郭甄妮 感染管理師

王雅瓔 個管師

皮膚科候診室第二分館六樓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婦產科候診室本館二樓

內科候診室

外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兒科候診室本館二樓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牙科候診室第一分館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內科候診室

時段

門診與您有約

門診與民眾有約－諮詢廣場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期 / 時間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認識低血糖/

低糖飲食大剖析

諮詢電話：門診護理長辦公室 張馨予護理長 / 糖尿病衛教室 麥佩珍糖尿病個案管理師 87972121轉560

06/27(二) 

上午09：00－09：30

麥佩珍 個案管理師/

張斯蘭 營養師 1樓門診候診區

內湖診所

06/01(四)

06/02(五)

06/05(一)

06/06(二)

06/07(三)

06/07(三)

06/08(四)

06/08(四)

06/09(五)

06/12(一)

06/13(二)

06/13(二)

06/14(三)

06/15(四)

06/16(五)

06/20(二)

06/21(三)

06/22(四)

06/28(三)

06/29(四)

『健康有約』諮詢廣場 報名及諮詢電話：03-5278999

門診與您有約 102.02日期 / 時間 主 題 主講人 地 點
認識腎臟病

病人隱私

子宮頸癌預防

小兒呼吸道感染之照護

腹瀉的處理

戒菸飲食  

無聲的角落

周宜貞 護理師

曾彥婷 護理師

黃意惠 護理師

黃嘉惠 護理師

邱靜怡 護理師

吳憂侖 營養師

劉孟瑋 社工師

2樓內科候診區

2樓內科候診區

3樓婦科候診區

3樓兒科候診區

3樓兒科候診區

2樓內科候診區

2樓內科候診區

06月06日(二)

06月13日(二)

06月15日(四)

06月16日(五)

06月20日(二)

06月23日(五)

06月27日(二)

上午08:40

上午08:40

上午08:40

下午14:00

上午09:30

上午08:40

上午08:40

時 段

嬰幼兒呼吸道照護
活動時間：106年6月9、16、23、30日，

            週五晚上19：40-20：1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嬰兒按摩
活動時間：106年6月15、19日，

            週四上午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嬰幼兒緊急事件處理
活動時間：106年6月8、22日，

            週四上午11:10-11：40

活動地點：本館五樓兒科加護病房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6553(兒科加護病房)

糖尿病團體衛教
活動時間：106年6月21日週三下午14：00-16：0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主題題目：認識胰島素治療 

主 講 人：曹心怡醫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165(糖尿病個管師)

民眾CPR
活動時間：106年6月17日週六上午9：00-12：0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933(護理部)

肝病防治互助小組
活動時間：106年6月24日週六上午9：30-11：30

活動地點：本館七樓視訊會議室

主講題目：脂肪肝

主 講 人：肝臟中心黃奕文醫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123(肝臟中心)

2017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106年6月10日週六上午8：30-9：00

活動地點：本館門診藥局候藥區

主題題目：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糖尿病用藥

篇)&『健保雲端藥歷』之用藥整合

主 講 人：黃令瑩 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812或3815

2017用藥安全宣導講座
活動時間：106年6月24日週六上午8：30-9：00

活動地點：本館門診藥局候藥區

主題題目：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當西藥遇到中

藥篇)&(藥物濫用防治宣導)

主 講 人：吳郁婷 藥師

洽詢電話：27082121轉3812或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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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克比恩汽化式雷射

Asclepion

改善細紋

深淺層煥膚

縮小毛孔

清爽一夏
原發性腋窩多汗症

諮詢電話：(02)2325-7241

讓妳大聲說 『我是你的高中老師』

熟女變年輕

臉部緊緻 提拉

微波熱能除汗系統(miraDry)

．微波治療平台，搭配個人專屬無菌治療探頭

．5.8GHz的微波頻率鎖定穿透深度，有效達到汗腺區

．微波熱能維持60℃使汗腺萎縮，改善多汗異味

．具皮膚冷卻保護系統15℃，且不影響治療效果

作用原理

 Bye Bye異味




